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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IDAS



全球第一 海外法人 海外代理公司 出口国家



MIDAS IT 于 2000 年 9 月 1 日在韩国成立，目前在中国、印度、日本、

美国、俄罗斯及英国建立了独资公司，工程软件已在 150 多个国家得以应用。

MIDAS IT 作为全球工程解决方案的开发商与服务商，始终秉承“用技术创造

社会幸福”的开发理念，视用户的成功为我们的成功，力求为工程技术行业

提供新的价值，为成为用户最值得信赖的伙伴而不断努力着。

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目前拥有两个法人，并在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武汉、西安、昆明、南京设有分公司。过去

的十多年来，迈达斯公司一直致力于提供建筑、桥梁、岩土、机械等领域的

工程分析与设计解决方案。目前在中国国内拥有 3000 多家用户，10000 多

个授权数量，成功应用于了 2008 年奥运场馆、2010 年世博场馆、苏通大桥、

矮寨大桥、上海外滩地下通道、北京地铁等著名工程，以及数万个国内各项

工程的分析和设计之中，在各领域已经成为了主流软件。

迈达斯人将始终不断创新、进取，以此来实现为工程师带来幸福、为行

业做出贡献、将我们的成就与社会分享这样的企业价值观。

迈达斯的终极目标是

与您携手用技术创造社会幸福



BUSINESS AREA



Introduction to MIDAS FamilyPrograms

迈达斯系列产品



北京国家体育馆

国家体育馆，主体结构由巨大的门式钢架组成，共有24根桁架柱。主体建筑

呈空间马鞍椭圆形，南北长333米，巨型空间马鞍形钢桁架共同编织成“鸟

巢”结构，总用钢量4.2万吨。体育场顶钢结构覆盖PTFE膜结构，透光性良

好，且采用了吸声膜材料，保证了体育场内的声音效果。

使用 midas Gen 做了钢结构优化设计，在满足相应设计规范的强度要求

下，求出结构最小构件截面（最轻重力）。可考虑荷载组合、截面形状、自

由长度、侧向支承间距、计算长度系数、梁的等效弯矩系数、柱的等效弯矩

系数、材龄的屈服强度等设计参数。

National Stadium



哈利法塔（原名迪拜塔），总计162层，高828米，目前世界第一高楼，

于2010年1月4日竣工。结构为束筒结构体系，内六边形核心筒居中，纵

向走廊形成核心筒扶壁，横向分户墙做为纵墙加劲肋，具有良好的侧向刚

度和抗扭刚度。

使用 midas Gen 对混凝土结构部分做了施工阶段分析，将混凝土定义为

时间依存性材料，考虑其收缩徐变特性，也考虑了混凝土强度随时间变化

的特性，检测整个分析过程中的构件内力变化。

哈利法塔
Burj Khalifa



太原国海广场
Taiyuan China Sea Plaza

太原国海广场,是并州饭店改造项目的一部分。一期项目以文物保护

为主，让“老地标”焕发新光芒；二期项目作为现代化城市综合体，

尝试在被誉为太原长安街——迎泽大街上凝聚更多现代气息和发展成

果，打造省会龙城的新名片。

采用 midas Building 对结构进行了动力弹塑性分析，导入实配钢

筋，一键生成动力弹塑性分析数据，得到梁、柱、剪力墙等构件的最

终应变等级分布及屈服状态、层结构位移等结果。



中国樽
National Stadium

中国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CBD核心区的一幢超高层建

筑。建成后将是北京市最高的地标建筑。该项目西侧与北

京目前最高的建筑国贸三期对望，建筑总高528米，未来

将被规划为中信集团总部大楼。

采用 midas Building 对结构初步设计中涉及的结构选型

多方案比较、波谱分析及地震波选择、结构构件优化等

问题进行了复核计算，并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有关意见。



Incheon Bridge

矮寨特大悬索桥

世界上跨峡谷跨径最大的钢桁梁悬索桥，创造了四项世界第一：

1.是大桥主跨1176米，跨峡谷悬索桥创世界第一；

2.是首次采用塔、梁完全分离的结构设计方案，创世界第一；

3.是首次采用“轨索滑移法”架设钢桁梁，创世界第一；

4.是首次采用岩锚吊索结构，并用碳纤维作为预应力筋材，创世界第一。

本桥通过 midas Civil 程序悬索桥建模助手功能可以快速建立全桥三维模

型，并根据具体情况，对生成模型进行精细化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利用程序

提供的强大非线性分析功能得到最终的精确受力状态。



苏通大桥
Sutong Bridge

苏通大桥主跨跨径1088米，是世界位居第二大跨径的斜拉桥，

主塔高度达到300.4米，主桥最长的斜拉索长达577米，也是世

界最长的斜拉索。本桥具有较大的柔度，在自重和外荷载作用下

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性。通过 midas Civil 程序可以方便快速

的建立较复杂模型，其强大的非线性分析功能可以准确的把握像

苏通大桥这类千米级斜拉桥的受力特性。

除此以外，应用 midas Civil 程序的多点激励功能进行全桥抗震

性能分析时，可以考虑特大跨斜拉桥普遍存在的行波效应。



该项目为一座多跨的等高等宽连续箱梁桥，采

用的满堂支架一次落架的施工方法，通过midas 

SmartBDS 快速建立全桥3D模型，并对主梁进行

的预处理及计算，最后通过 midas SmartBDS 的

导出模型mct文件功能，将其导入 midas Civil 程

序完成其余中高级分析。

某高架桥
Viaduct



Overpass Bridge

该项目为一座三跨预应力连续箱梁桥，主要使用 midas 

SmartBDS 的悬臂浇筑变高等宽梁桥绘图功能，对全

桥进行初步设计，快速生成包括桥型布置图、上部结构

构造、钢筋及三向预应力钢束图，以及下部墩台构造、

钢筋图纸等完整的一套施工图纸。

某跨线桥



迪拜塔
Dubai Towers Doha

著名的多哈迪拜塔，采用桩-筏基础。在筏板基

础和桩基的施工设计过程中，利用 midas GTS

软件对整体桩筏基础的变形和受力进行了三维分

析。并充分发挥了GTS对复杂几何形状模型的建

模和网格划分能力，以及独具特色的“施工阶段

分析”功能，并在分析中采用模拟桩土作用的“

桩单元”，实现工程分析的快速且不失精准。结

合分析结果得到土体应力和变形，以及桩和筏板

的内力及变形，为整个桩筏基础的承载力和整体

稳定性的判断和设计提供了最大化的保障。



国王十字火车站
King’s Cross Station

位于英国的国王十字车站曾出现在众多文学作品中，

包括著名的哈利·波特系列。2007年，midas GTS

被成功运用到对既有隧道和竖井相交处进行加固的模

拟，通过软件提供的“分割、布尔运算”等几何体建

模功能轻松实现竖井与隧道交叉等复杂形状的建模；

利用多样化的网格生成方式，“自动划分、析取”等

功能快速的建立土体及衬砌管片网格；并借助“施工

阶段”功能模拟衬砌管片的加固过程；最后对分析结

果采用“表格、结果标记、剖面图、等值线”等方式

细致处理并输出。实现对整个车站隧道施工的全流程

分析，并为加固方案的选择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太平工业园片区位于从化市太平镇，以丘陵缓坡地貌为主，地形起伏较

大，因工程建设对山体进行开挖回填，易形成高边坡岩质边坡。采用midas 

SoilWorks岩质边坡模块赤平投影法来定性分析岩质边坡整体稳定性。采用

极限平衡法进行定量分析，同时考虑节理填充物影响。

从化市太平工业园岩质边坡
Rock Slope in Taiping Industry Park , Conghua



前滩企业天地基坑，位于前滩国际商务区

15-01地块。考虑现场条件以及局部落深5.3米

剖面的实际情况，使用 midas SoilWorks 确定

基坑开挖过程中各工况的安全系数，保证施工

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考虑土体的初始自重应

力、地铁隧道、桩基及其它地下结构的影响。

前滩企业天地基坑
Foundation Pit in Foreshore Corporate Avenue,Shanghai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Phoenix International Media Center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是一个集电视节目制作、办

公、商业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建筑。该节

点是凤凰卫视主楼首层顶板劲性砼结构连接节

点，其连接了上部劲性砼钢管柱和下部V型劲性

砼钢管柱，同时也连接发了主楼外部钢结构与主

体结构。此节点结构复杂，分析时按大震荷载考

虑以保证外挂钢结构在大震时的支座安全。



京沪高铁镇江京杭运河特大桥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ridge 

京沪高铁镇江京杭运河特大桥，主桥采用（90+180+90）m 连续梁拱结

构形式。拱座与梁体交界处，也是横隔板与腹板相交处，同时又是梁顶缘

处于纵向、横向、竖向三向预应力筋的高应力区，构造复杂，是设计的关

键部位；由于该处构造的复杂性导致受力的复杂性，并且容易产生局部应

力集中，因此对该处的应力分布状况和应力大小进行实体仿真分析是十分

必要的。通过 midas FEA 的计算分析，得到真实的空间应力状态，建议

加强拱座和梁体间的连接处理，加强进人孔周边的配筋。



MIDAS CULTURE



Happiness  
以热情和智慧，成就幸福人生

迈达斯追求的幸福，是以尊重、信赖每位员工为基础，让每位员工能施

展自己的才华，并获得成长，进而用自己的能力，给社会带来幸福。

最大的成果体现工程师的自豪感和意义

通过孜孜不倦的钻研、利用先进的技术引领世界是工程师崇高的使命、

价值和荣誉。所谓贡献，就是用技术创造世界的幸福。

用分享创造美好世界

分享就是让我们把从社会获得的一切，再返还给社会，从而创造更加美

好的社会和生活。分享是爱的体现，是一种义务。敞开心怀与世界分

享，才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Reward

Sharing

幸福

贡献

分享







内置CAD绘图平台最大程度降低软件学习成本，以及自

动输出展开、剖面、三维整体模型及完成分析、设计、

出图、工程量统计功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内置CAD绘图平台最大程度降低软件学习成本，以

及自动输出展开、剖面、三维整体模型及完成分析、

设计、出图、工程量统计功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内置CAD绘图平台最大程度降低软件学习成本，以及

自动输出展开、剖面、三维整体模型及完成分析、设

计、出图、工程量统计功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资源共享  携手共赢

MIDAS 公众平台

2013年MIDAS落户微博、微信！作为用户了解公司与产

品的平台，官方微博每天与用户分享软件最新动态、学习

资料与公司活动等内容，和大家共同讨论行业热点问题；

作为公司新闻、活动的发布中心，微信平台及时向听众们

推送公司大事件，包括近期活动、软件新版本等内容，让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公司动态。

MIDAS高校合作

MIDAS历来重视与高校的联系与合作，为让更多的高校师

生使用正版软件学习科研，MIDAS高校合作活动一直在进

行！通过为院系学科平台建设提供软件工具，提升合作高

校整体实力，进而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促进就业，为企业

培养高素质人才。 

2012年起，公司推出了“MIDAS系列软件中国高校百家

行”活动。目前国内已有五十余家合作伙伴，涉及软件有

midas NFX、midas Building,我们期待更多高校加入。 

联系电话：010 - 51659908 - 217



迈达斯的开始

不过是一粒小小的种子

现在这个种子变成了森林

这片森林正向往着成为

更强健、更翠绿的山脉

像山上的树在美丽地成长

迈达斯这片森林也孕育着

优秀的人才

森林中盛开的花朵、清澈的溪水

抚慰着我们的身心

我们用那山上清凉的空气和深远的绿茵

分享彼此的真善

山总是要形成山脉的

山的精神将随着山脉的延伸而延伸

可以看到的、眼前的生活

不过是暂时的、有限的

看不到的信念才是

永恒的、无限的

迈达斯的信念



南京 025-51877932


